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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丰台工商分局深入实施商
标品牌战略 ， 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

一是开设 “1个窗口”， 为
全国唯一一个商标注册系统试
点窗口。 同时是北京市唯一一
个可办理商标变更、 续展、 转
让和国际注册等商标后续业务
的窗口。 截至目前， 已受理商
标注册申请446件， 受理商标
后续业务146件。

二是搭建 “1个平台”， 凝
聚形成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合
力。 成立丰台区实施商标品牌
战略联席会议， 形成商标品牌
工作合力， 开展商标品牌奖励
评审工作。

三是开设 “3个指导站”，
为品牌培育 “加油 、 打气 ”。
设立全市首个 “商标品牌指导
站”， 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商标
品牌指导200余户次； 设立全
市首个 “地理标志商标品牌指
导站”， 推动辖区6件地理标志
商标注册与应用； 设立科技园
区商标品牌指导站， 前移商标

品牌指导关口。
四是查办 “21件大要案

件”， 高压严打侵权假冒违法
行为。 2018年以来， 累计组织
开展 “茅台”、 “苹果” 等知
名 品 牌 专 项 打 假 行 动 80 余
次 ， 立案查处各类侵权假冒
案件192件 ， 罚没款合计7033
万元， 查办的北京宏源利得商
贸有限公 司 销 售 侵 权 商 品
案 ， 罚 款 5587万元 ， 是近20
年来首都工商系统查办的最大
商标侵权案件。

（杨红亮 李静）

家庭消毒方法

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 根据具体天气情况每日通风
2～3次， 每次不少于30分钟。

病人使用过的物品及生活的
房间环境每天进行消毒。

地面
①配制浓度为500mg/L含氯

消毒液（配制方法举例：某含氯消
毒液 ，有效氯含量为5%，配制时
取1份消毒液，加入99份水）。

②用抹布或拖布沾取上述消
毒液后进行擦拭。

③消毒作用时间应不少于15
分钟。

④用清水再擦拭， 去除残留
消毒剂。

玩具、 桌面、 家居表面等物
体表面

①配制浓度为500mg/L含氯
消毒液（配制方法举例：某含氯消

毒液 ，有效氯含量为5%，配制时
取1份消毒液，加入99份水）。

②用抹布沾取上述消毒液擦
拭消毒。

③作用15分钟， 然后用清水
擦拭干净。

毛巾、 衣物等织物
①配制浓度为250mg/L 的含

氯消毒剂溶液 （配制方法举例
某含氯消毒液 ， 有效氯含量为
5%， 配制时取1份消毒液 ， 加入
199份水）。

②浸泡15分钟， 然后清洗。
③也可用流通蒸汽或煮沸消

毒15分钟。
水杯、 餐具等用具
①清除食物残渣。
②煮沸或流通蒸汽消毒 15

分钟； 或也可用有效氯为250mg/L
含氯消毒液（例如某含氯消毒液，
有效氯含量为5%， 配制时取1份
消毒液， 加入199份水）浸泡， 作
用15分钟后， 再用清水洗净。

废物处理
患者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要妥

善处理， 应放入单独垃圾袋。

消毒小贴士

配制和使用消毒剂时注意个
人防护。

实施消毒时， 病人应离开房
间， 去除消毒剂后再进入房间。

针对不同消毒对象， 应按照
上述使用浓度、 作用时间和消毒
方法进行消毒，以确保消毒效果。

消毒剂具有一定的毒性刺激
性， 配制和使用时应注意个人防
护， 应戴防护眼镜、 口罩和手套
等， 同时消毒剂具有一定的腐蚀
性， 注意消毒后用清水擦拭， 防
止对消毒物品造成损坏。

所使用消毒剂应在有效期内。
待病人痊愈后进行终末消

毒， 消毒方法与随时消毒相同。

家庭消毒指南来了

市疾控推出流感“防控秘籍”

流感主要通过打喷嚏和咳嗽等飞沫传播， 也可经口腔、 鼻腔、 眼
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 目前， 北京市进入流感高发季，7日，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引起感染。患者居家
治疗期间，要做好患者家庭的随时消毒，掌握正确的消毒方法很重要。

寒冷的冬天， 约上三五好友， 一边聊天一边吃着
热气腾腾的火锅， 实在是寒冬中的最佳享受！ 不论是
朋友聚会还是公司团建， 选择火锅， 一定会全票通过，
据说在中国约火锅已经成为都市人重要的社交方式。
为什么吃火锅能让人心情愉悦？ 经常吃火锅会不会影
响身体健康呢？

为什么吃火锅能让人心
情愉悦？

不得不承认的是， 火锅的热
量是真的很高。 而人对高热量食
物无法控制的热爱与冲动， 来自
神经系统的指挥。 据研究， 人类
重要的三个神经系统 （纹状体冲
动系统、 前额叶控制系统和脑岛
内感受系统） 都会自然地 “追求
奖赏”， 高热量食物则是神经系
统所认可的重要奖赏之一， 所以
在精神系统做出决策的时候， 会
主动追求高热量食物。

研究同时表明， 在摄入高热
量食物后， 精神控制系统会被有
效激活， 且激活效应明显大于低
热量食物。 吃火锅后能获得心境
突然明亮的 “减压” 效果， 正是
因为精神系统被高热量激活， 我
们就相应地认为自己获得了新的
力量。

常吃火锅会不会影响健
康呢？

既然高热量食物可以给人带
来愉悦， 那为什么不能就这样顺

从自己的本心呢？ 那是因为过多
高热量食物的摄入会导致肥胖，
更潜伏着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
血压、代谢综合征等健康问题。科
学家研究了食用低脂肪食物 （含
有7.5%热量的脂肪） 和食用高热
量食物 （含有55%热量的脂肪 ）
的老鼠。 食用高热量食物的老鼠
的肌肉在4天内使用氧气产生能
量去运动的能力变低， 这使得心
脏负担加重———并且增大了体
积。 这样看的话， 经常吃火锅的
确不利于身体健康。

你真的会吃火锅吗？

怕上火？ 就选清汤锅底！
清汤锅底是所有火锅汤底中

含脂肪较少的， 由于长时间的高
温烹煮， 火锅汤底中多多少少会
含有一些亚硝酸盐， 清汤火锅则
能减少汤中的亚硝酸盐危险， 同
时也能避免上火。

除了清汤锅底， 海鲜锅底也
是追求低脂、 清淡的最佳选择。
如果实在喜欢麻辣口味的火锅汤
底， 可以点一个合适的鸳鸯锅，
这样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专家表示， 吃的过程中， 最

合适的饮料搭档是凉茶、 金银花
茶、 菊花茶、 蒲公英茶和决明子
茶等， 能预防上火、 便秘。

肉类食用要适量
肥牛肉和肥羊肉都是高脂肪

的肉类， 脂肪含量最高可达35%
以上， 这类脂肪的饱和程度比起
其他肉类来说， 是相当高的， 里
面也含有大量胆固醇。

因此血脂偏高者最好少吃这
种肉类， 多选择低脂肪的品种，
例如鸡肉、 海鲜等。 但体弱怕冷
的人应当多选牛肉或者羊肉， 这
样可以达到祛寒滋补的效果。

容易出现过敏的人要尽量避
免或者控制食用海鲜， 而减肥者
则可以多选海鲜和血片， 并尽量
多食用白豆腐和青菜类。

蔬菜食用有讲究
常见的蔬菜中含有大量维生

素， 不仅能消除油腻， 还能很有
效地补充冬季人体维生素的不

足，有清凉、解毒、袪火等效果。
但蔬菜也不适宜久煮， 不然

就会失去大部分营养价值和清热
降火的功效。

吃羊肉、 牛肉等燥热类食物
时， 是需要尽量搭配凉性或者是
甘平性的绿色蔬菜的， 这样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清凉、 解毒、
去火的效果。

凉性蔬菜一般有冬瓜 、 油
菜、 白菜、 蘑菇、 菜心等； 而红
薯、 土豆、 香菇等则是甘平性的
蔬菜。

食物最好涮熟再吃
火锅虽然好吃， 但食材大部

分却都是生的， 涮得不够熟而食
用的话， 引起的疾病并不少见。

常吃火锅很容易导致痛风、
肠胃不适、 破坏口腔黏膜等疾病
悄悄上身。

因此， 吃火锅时一定要特别
注重肉类的干净卫生， 尤其是在
涮肉片时，一定要涮熟透了再吃。

留心卫生安全
火锅器具的清洗工作要做

好， 不然会造成铜锈中毒， 出现
恶心、 呕吐等症状。 同时， 火锅
以涮烫为主 ， 所选菜料必须新
鲜、 干净、 卫生。

专家表示， 吃火锅时， 空气
一定要保持流通。 倘若空气不流
通， 室内缺氧， 燃料燃烧会产生
大量的一氧化碳 ， 容易使人中
毒， 并且往往不易发觉。

如果吃火锅的同时喝酒， 可
能把某些中毒症状如恶心 、 头
晕、 呕吐及头痛等误认为醉酒症
状， 重症中毒者可能会因此发生
昏迷、 血压下降等。

尤其应注意的是， 许多人吃
火锅时， 习惯性用自己的筷子去
夹生肉片或蔬菜， 熟的时候再用
同一双筷子取食， 这是很不卫生
的。 这样做， 一则容易将病菌吃
入体内， 尤其幽门螺旋杆菌大多
经口传播， 同样， 又容易导致一
桌人交叉感染。

（王甘甘）

寒寒冷冷冬冬日日
唯唯有有火火锅锅不不可可辜辜负负

丰台工商分局


